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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2018年，锡林郭勒盟在脱贫攻坚战
线上取得阶段性胜利：实现减贫8183
人，比年初计划多减贫2465人，100个
贫困嘎查村出列，比年初计划多21个。

当下，锡林郭勒盟还有3532人未脱
贫。虽然说，总数不大，但确是“贫中之
贫、困中之困”。让这3532人稳定脱贫，
巩固来之不易的战果，防止产生新的贫
困是锡林郭勒盟2019年脱贫攻坚战线
上的总目标。

不久前，记者再次走进锡林郭勒草
原脱贫攻坚战第一线，欣喜地发现，在产
业扶贫政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营
企业和民间组织自觉担起扶贫责任，让
贫困户自我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随之
而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亦是越来
越浓……

黑土地蕴育的致富梦
4月10日，家住正蓝旗黑城子示范

区第五居委会的农民郭凤枝和往常一
样，来到内蒙古坤元太和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种薯培育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她来这里务工已经2年多了，每年能拿3
万多元。

郭凤枝说，在公司就业后，不仅有了
稳定的收入，还学到了技术。如今，有一
技在身，再也不怕贫困了。

内蒙古坤元太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是锡林郭勒盟产业化龙头企业，也是自
治区级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公司在不
断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通过安置就业、
赠送种薯、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进行扶
贫，吸纳了正蓝旗上都镇、黑城子等地的
富余劳动力，助力周边农民提高收入。
目前公司三分之二的员工来自本地，每
年长期用工130人，季节性工人近300

人，优先考虑的都是当地贫困户。
为了切实让贫困户加入到“公司+种

植户”的产业扶贫链中，该公司每年为周
边种植户赠送种薯100余吨，并开展技
术培训10余场。经过几年的运营，已形
成了贫困农户为主力军的种植工人队
伍。

内蒙古坤元太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宋翠玲说：“对于我们来说，扶贫
和发展是双赢之道。近些年，通过产业
扶贫、劳动就业带动一批贫困户，一方面
企业的产业链得以延长，另一方面为今
后的发展聚集了人气。”

内蒙古坤元太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的产业扶贫模式是当前锡林郭勒盟诸多
民营企业参与到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
影。如今，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全社会参
与脱贫攻坚的大格局已经形成，具有资
金、技术、管理、市场优势的民营企业已
成为重要的攻坚力量，他们在自身发展
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帮助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也同时重塑民营企业
形象，实现了双赢。

合作社送来无偿扶贫羊
今年3月，锡林浩特市阿尔善宝力

格镇白音高勒嘎查护旗德合作社无偿给
嘎查13户贫困户赠送了373只“扶贫
羊”。

特古斯巴雅尔是白音高勒嘎查的贫
困户，领到捐赠的扶贫羊后，他家的羊有
了100多只。看着圈里活蹦乱跳的羊
群，特古斯巴雅尔对致富充满了信心，对

未来也有了明确的打算：“合作社能够给
我们贫困户无偿捐赠这么多只羊，我是
真心的感谢。今年一定要打个翻身仗，
争取3年之内步入中等户行列。”

护旗德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由6
户牧民组成。几年来，合作社积极发展
畜牧业，产业效能逐年提高，已先后2次
向嘎查贫困户捐赠总价值50多万元的
扶贫羊。合作社负责人呼格吉勒图表
示，只要有能力，合作社将在扶贫这一块
儿做出更多作为，并指导有劳动力的贫
困户，帮助他们尽快脱贫。

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长额尔敦陶格
涛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们草原上
的美德。今后，嘎查两委要加强监管贫困
户的养殖情况，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努
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路上一个不落下。

当下，正值一年一度的春季休牧
期。为了让贫困户在休牧期不出现饲草
料短缺的问题，白音高勒嘎查两委紧锣
密鼓行动了起来，为贫困户协调贷款，尽
早发放政策性休牧补贴，使得一辆辆拉
满饲草的大卡车缓缓驶到牧家门前。特
古斯巴雅尔说，如果再不脱贫真是辜负
了嘎查和合作社的付出了。等自家有了
能力，一定要回报社会，尽所能地为需要
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逯栋梁的扶贫情结
杨宝河是西乌旗浩勒图高勒镇洪格

尔嘎查贫困牧民，前几年，由于妻子患了
重病，花光了家里积蓄，还背上了债务，
生活极度困难。

看着杨宝河家的生活每况愈下，陷
入了窘境，西乌旗哈布其盖景区的经理
逯栋梁坐不住了，作为多年的邻里，他想
力所能及地帮助杨宝河一家渡过难关。

2018年9月，逯栋梁给杨宝河家送
来8头夏洛来牛，让杨宝河喂养。2个多
月后，膘肥体壮的8头牛全部出栏，共卖
了8.5万元。扣除买牛的本金7万元，逯
栋梁将所得利润1.5万元当场送给了杨
宝河一家。

除此之外，逯栋梁还2次帮杨宝河
还了4万元的贷款，并帮杨宝河将剩余贷
款转成无息贷款。眼下，随着气温转暖，
逯栋梁经营的哈布其盖景区也紧张地筹
备着营业。逯栋梁动员杨宝河到景区，
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名正言顺地挣上
工资。

如今，在扶贫好政策的眷顾下，杨宝
河家有了100只羊，今年有望接80只羊
羔。眼看着家境逐渐殷实了起来，杨宝
河也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他说，
过去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幸亏有栋梁的
帮助，让我挺过了每次的难关。人家不
计报酬的帮助我，我要是再不脱贫，那就
太说不过去了。

对于逯栋梁来说，杨宝河只是他帮
助过的诸多贫困户中的一家。在哈布其
盖景区的发展壮大历程中，一直有贫困
户的身影。每到景区务工季节，逯栋梁
首先招的都是当地贫困户。他说：“我是
在牧区长大的，对草原有着深深的情
结。希望通过我的绵薄之力，让更多贫
困户脱贫，过上好日子。”

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随着脱贫
攻坚战进入最后的攻坚期，锡林郭勒草
原上更多有能力的群体或个人自觉加入
到攻坚先锋队伍中，自觉担负着责任，在
脱贫战线上各显其能，攻下了一个个贫
困“堡垒”。

贫困“堡垒”就是这样攻下的！

本报 4月 16日讯 （记者 郭俊
楼）4月16日，以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
会驻会副主任丛兵为组长的全国政协机
关党组理论研究课题调研组，就县级人民
政协工作研究课题来内蒙古开展调研，并
于当日下午在呼和浩特召开座谈会。

丛兵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政
协副主席王中和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座谈会上，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呼
和浩特市政协和10个旗县（市区）政协
的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发言。

在听取发言后，丛兵指出，县级人民
政协是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在政协整体

工作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内蒙古各级政
协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武
装不断强化，履职尽责更加有为，自身建
设不断加强。相信通过这次调研，可以学
习借鉴内蒙古县级人民政协好的经验做
法，更好地研究新时代做好县级政协工作
的新思路新举措。

王中和要求，全区各级政协要立足
新时代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履职尽责、
发挥作用。

在我区期间，调研组还将深入到包
头市、鄂尔多斯市进行实地调研。

全国政协调研组
来内蒙古调研县级政协工作
丛兵主持座谈会 王中和出席

本报4月16日讯 （记者 柴思
源）4月16日，2019年《千古马颂》项目推
介会暨票务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千古马颂》2019版将于5月1日在
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
震撼开演。《千古马颂》2019版将继续完
善剧情、提升演员马背技术技巧、增加杂
技技巧难度。增加表演专业技巧的进口
马匹，升级舞美技术及场景，定制全新服
装，打造更宏大的舞美效果。《千古马颂》
2019版还增添了草原狼的元素，给观众
带来更丰富的视听体验。

《千古马颂》是一部文化与旅游深
度融合，充分彰显草原文化优势，展现

草原文明绚丽多姿、马背民族雄奇剽
悍、人马缘厚情深的全景式大型马舞
剧。剧目由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打
造、内蒙古乌兰恰特演出有限责任公
司运营演出。《千古马颂》制作人塔纳
说：“作为文旅融合的典范和自治区文
化产业重点项目，《千古马颂》今年将
与各大旅行社、酒店、景区紧密合作，
打造连接历史与现代、融合自然与人
文的精品线路。《千古马颂》填补了内
蒙古旅游演艺的空白，为内蒙古旅游
注入新的活力，促进了旅游产业和马
产业的持续发展，也将进一步带动相
关产业链的完善升级。”

2019年《千古马颂》项目推介会
暨票务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4月16日讯 （记者 杨婷）
4月 15日，由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举办的引导和动员社
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洽谈对接会在呼
和浩特市召开，32家全区性社会组织积
极认领扶贫项目，达成帮扶意向89个，
签署帮扶项目59个，共计投入帮扶资
金204万元。

洽谈会上，各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分
享了参与脱贫攻坚经验，汇报了扶贫攻
坚成果。充分交流之后，我区国家级贫
困旗县的负责人轮流上台，推介扶贫项
目，项目主要围绕产销帮扶、医疗帮扶、
技术帮扶和就业帮扶，32个社会组织踊

跃举牌，根据项目具体情况认领。
鄂伦春旗提出产销帮扶项目，希望

解决当地3万斤黑木耳的销售问题，内
蒙古电子商务促进会的负责人举牌认
领，承诺通过电商平台帮助农户销售。
来自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一名
贫困人员年仅31岁身患肺癌，自治区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内蒙古招标投标协
会、内蒙古工程爆破协会3家社会组织
将联合为他提供医疗资金帮扶。此外，
针对贫困旗县的留守儿童、贫困学子，
各社会组织积极提供资金帮扶、物资支
持和心理咨询。针对身体健康的贫困
户，积极提供了就业帮扶。

我区32家社会组织认领59个扶贫项目

4月16日，来自区直机关40多家单位的700余名团员青年共唱《我和我的祖国》。当日，自治区直属机关团工委开展了以“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五四百年 追梦未来”为主题
的主旋律微视频拍摄活动，广大青年用激昂的歌声展现区直机关青年传承革命传统、建功伟大时代的良好精神风貌，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新时代的颂扬。本报记者 于涛 赵曦 摄

歌唱对祖国的爱
本报鄂尔多斯 4月 16日电 （记

者 王玉琢）4月 16日，第十四届鄂尔
多斯国际煤炭及能源工业博览会在鄂
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次博览会以绿色发展、科技创
新、区域合作为主题，同步召开全国煤
炭绿色开采与科技创新发展大会、中国
能源“金三角”国际峰会，将集中展示、
推介和交流国内外能源领域新理念、新
技术、新产品和新成果。

开幕式上，鄂尔多斯现代能源经济研
究院揭牌成立，并为该研究院先期聘请的

院士、专家颁发了聘书。组建成立鄂尔多
斯现代能源经济研究院，旨在加强鄂尔多
斯市与科研机构及科技人员的交流合作，
充分发挥科技在发展现代能源经济中的
支撑作用，加快推动该市能源经济绿色化、
高端化、多元化、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本次会议为期三天，共吸
引来自北京、黑龙江、辽宁、河北、河南、
山东、安徽、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新
疆、青海等省市主管部门及友邻城市人
民政府组成参会代表团参展参会，数量
及人数创历年国际煤博会之最。

第十四届鄂尔多斯国际煤炭
及能源工业博览会开幕

本报巴彦淖尔 4月 16日电（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4月 16日，乌梁素海流
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试
点工程启动仪式在内蒙古河套灌区红
圪卜扬水站举行。

自治区副主席李秉荣出席启动仪式。
据悉，该工程是国家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第三批试点工程之
一。工程规划设计始终贯穿了“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方针和“山水林田湖草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建设内容
包括乌梁素海流域矿山地质环境综合
整治、水土保持与林草植被修复、河湖

连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农田面源及城
镇点源污染治理、乌梁素海湖体水环境
保护与修复、沙漠综合治理等7大类重
点项目，总投资56亿元左右。

内蒙古及时启动实施该工程，是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做好“一湖两海”
综合治理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
体行动和务实举措，必将对系统推进乌
梁素海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乌梁素海
生态综合治理，对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构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
长城发挥重要作用。

我区启动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试点工程

李秉荣出席

■上接第1版
“单周期运行 500天是下一个目

标。”该公司质量技术部经理韩来喜
说，有了技术经验，以后同等规模生产
线的建设和达产时间将大大缩短，投
资额可下降近20%，产油率将明显提
高，石油价格在40美元/桶以上时即可
盈利。

高标准减排“绿色工厂”
煤制油分公司西侧 11公里外的

一处院落里，高高支起的3个银色储罐
格外醒目，两米多高的红色阀门紧紧
密封着3口深井，这里就是我国首个地
下咸水层二氧化碳封存工程的注入作
业区。

首条生产线启动后，煤制油分公
司即与中科院、北师大等科研机构合
作，兴建了10万吨/年二氧化碳捕集封
存全流程示范项目。“通过2495米深
的注入井，已经有30多万吨二氧化碳

被注入地下1500至2500米之间的咸
水层。”该公司工程师王永胜说，目前
这是亚洲唯一的10万吨级地下咸水
层二氧化碳封存项目。

该公司还瞄准商机，去年向化工、
食品等企业出售二氧化碳5万多吨，实
现收入1000多万元。

煤制油分公司还以附近煤矿的疏
矸水作为生产水源，并兴建了全国首套
煤化工废水深度处理系统，中水全部回
用，吨油水耗由最初设计的10吨降为
5.82吨，在煤化工企业中处于较低水
平。煤直接液化沥青萃取深加工项目
也在建设之中，将于今年7月建成。

“首条生产线的技术、经济和环保
指标明显优于预期，有效推动了我国乃
至全球的煤制油技术产业化进程，将为
我国做好现代能源经济文章、推进高质
量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王建立
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4月16日电）

打造高质量发展“绿色引擎”

4月 16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恒昌店巷小学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射箭。
据悉，该校从去年 9月开始将射箭运动项目引入校园，并聘请专业志愿者教师任
教，普及射箭运动的相关知识、技能和比赛规则，让学生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感受
射艺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射艺文化进校园

■上接第1版
在杭锦后旗陕东线出口，工人们

栽植下一行行国槐、卫矛、山桃等抗天
牛树种。旗林业局规划队队长杨瑞介
绍：“ 陕东路出口段全长12.8公里，我
们选用优质树种，胸径在6到8公分，
计划每天栽植一公里，15天之内把全
线的任务完成。”

巍巍阴山层峦叠嶂，守护着一望
无垠的河套平原。在乌拉特前旗乌
拉山镇东郊公路两侧的荒坡上，挖土
机等大型车辆轰隆作响，绿化工人们
正忙着把松树等树苗抬下车，小心翼
翼地栽种在挖好的树坑中。这片新
植的绿色将成为出城路段最亮眼的
底色。

从城市到乡村，从沙漠到山脚，巴

彦淖尔市造林增绿热潮涌流，万千新
绿正迎着春风入画而来……

巴彦淖尔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综合治理，描绘出一幅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秀美画卷。

今年，巴彦淖尔市将重点组织实
施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京津风沙源
治理、新一轮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

“六大”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开展通道
绿化、村庄绿化、厂矿园区、城镇周边、
黄河北岸“五大”重点区域绿化，推进
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试点林业建设、阴山绿化、黄河绿
色廊道项目“三大”重点项目，全年完
成营造林生产任务78万亩，完成种草
任务270万亩以上。

巴彦淖尔：万千新绿入画来

■上接第1版
“乌兰浩特市绿化委员会今年推出了

‘栽下幸福树——让美好的记忆扎根’活
动，并把以往的义务植树周延长为义务植
树月，就是为了让社会各界能够更好地参
与进来。”乌兰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
长季月红说，今年将抢抓植树造林的大好
时节，以创建国家生态示范市为目标，大规
模推进绿化行动，在义务植树月期间栽植
下7.5万棵树。

为积极构建全民绿化大格局，兴安盟
创新拓展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护、
认种认养、志愿服务等尽责形式，积极开展

“植绿护绿”“绿化家园”等主题活动，吸引广
大群众种植、认养或捐植幸福林、青年林、
巾帼林、亲子林等，通过植树造林寄托理想
与愿望的方式，增强全民植绿、护绿、爱绿、
兴绿的生态文明意识，并建立全民义务植
树网络平台，探索推进“互联网+全民义务
植树”模式，努力形成实体参与和网络参与
共同发展的全民义务植树新格局。

科右中旗杜尔基镇沙化严重，由中国
绿化基金会投资1833万元实施的3万亩
蚂蚁森林防沙治沙项目已经正式启动。造
林现场，40多名工人正在栽植白柠条。

这几年，科右中旗下大力气抓以禁
牧、禁垦、禁伐为主的“三禁”工作，植被

恢复明显，沙地面积已由过去的611万
亩减少到70万亩，草原综合植被覆盖
度提高到 63%，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17.64%。

“去年阿里巴巴蚂蚁森林互联网治沙
项目落户科右中旗，项目覆盖了7个苏木镇
和3个国有林场。”科右中旗杜尔基镇林业
工作站站长齐图布新说，通过引入两个公
司造林，经过平整土地、打井等前期工作
后，造林工作已经启动，今年要完成柠条、
沙棘栽植面积3万亩。

为进一步提升造林质量，兴安盟创新
政府投入方式，完善补助奖励政策，探索实
行先造后补、以奖代补、贷款贴息、购买服
务、以地换绿等方式，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和
金融资本参与到造林绿化中来。

“我们要以增绿增质增效为主攻方向，
立足兴安实际，科学谋划和推进大规模国
土绿化，持续加大以林草植被为主体的生
态系统修复，不断扩大林地草地面积。”兴
安盟盟委书记张恩惠表示，兴安盟将围绕
创建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绿色发展引领，全
面启动大兴安岭南麓百万亩人工林绿色长
廊建设3年行动，争取完成人工造林面积
100万亩，森林覆被率达到33.3%以上，使
全盟国土绿化规模持续扩大，生态屏障功
能显著增强，人居环境质量明显提升。

兴安盟国土绿化增绿增质增效


